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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保Elvie Pump已充電，並且已下載APP。



使用說明 
•  下載 Elvie Pump應用程式即可使用多個智慧功能：即時監測泵奶量，統計泵奶次數和遠

程操控。
•  本應用程式可用於支援藍牙低功耗的設備。iPhone須為 iPhone 5S以及更新的機型， 並

且搭載 iOS10或者更高版本的作業系統。Android手機須配備V6或更新的系統。
•  如需獲取其他語言版本，請前往 elvie.com/languages
•  有關最新資訊，請瀏覽 elvie.com
  
有任何疑問？ 
如需説明，請參閱Elvie Pump應用程式中的“説明”部分或前往 elvie.com。查找您
所在地區的客戶服務聯繫方式，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1. 預期用途
1.1 適用範圍
電動吸乳器，為哺乳期婦女吸乳和收集乳汁。本設備僅供單人使用。

1.2 使用壽命
•  泵結構的使用壽命約為 500 個小時。
•  可替換可清洗配件的預期使用壽命為六個月。
•  建議在長期未使用的情況下或為下一個孩子吸乳前對可清洗配件或進行更換。



奶瓶釋放按鈕

2.1  拆開Elvie Pump

2. 開始使用

2.  從噴口處取下閥門1.  按奶瓶鬆脫按鈕，將奶瓶從泵結構上取下

3.  您可以通過噴口將吸出的
乳汁倒入事先準備好的容
器中，以便存放或哺乳

4.  扭動噴口將其從奶瓶中取出

5.  將吸乳罩從泵結構上拉出並取下 6.  取下吸乳罩上的密封蓋



清潔與乳汁接觸的可清洗配件可防止殘留乳汁的沉積，殘留物會導致細菌滋生風險，對您和寶寶有害。

可清洗部件

泵結構：愛護電子設備

閥門

噴嘴

瓶蓋

奶瓶

密封蓋

吸乳護罩大小合適

泵結構包含電子器件，應保持乾燥。可使用潔淨
的濕布清潔泵結構。泵結構底座上的黑色半圓形
裝置用於感應乳汁量。請保持此區域乾燥且無殘
留物。任何非上述清潔方法均會被歸為保養條款
中的誤用情況（請參見第 4 節）。 

Elvie Pump非無菌型產品。 
在清潔或消毒前，請務必將每個配件取下。 

2.2  在首次使用前進行清潔

請勿弄濕！

2. 開始使用



請隨時參考製造商使用說明書，請注意有些蒸汽和微波消毒器的溫度很高，可能會導致塑料部件變形。我們不建議使用
紫外線消毒。

首次使用前

組裝前請確保配件完全乾燥

1. 在潔淨冷水（約 
+20°C/+68°F）中沖洗
 
2. 用溫水（約+30°C/+86°F）配
合溫和的餐具洗滌劑進行清洗，然
後用潔淨的布擦拭乾淨
 
3. 在潔淨冷水（約 
+20°C/+68°F）中沖洗 10 至 
15 秒 

或
放置在洗碗機的上層碗架上

請按照以下方法清潔可清洗配件： 將可清洗配件消毒

在水中煮五分鐘

或
適用於微波、蒸汽或冷水消毒方法。
不建議微波或蒸汽消毒超過五分鐘 *

2. 開始使用



2.3  充電
1. 電池電量不足時，電池指示燈會顯示紅色。
2. 充電時，電池指示燈顯示橙色，同時無法啟動 Elvie Pump。
3. 充電結束後，電池指示燈將轉為綠色。

電量低

2. 開始使用

包裝盒中隨附可作為配件購買

2.4  吸乳罩尺寸
Elvie Pump配有兩種尺寸的吸乳罩，您可根據自身需求選擇舒適的尺寸。如有需要，可訪問elvie.
com或從授權零售商處購買尺寸更小的吸乳罩。

1.  為確定合適的尺寸，請佩戴好吸乳罩，尺寸標記朝上，將乳頭放在調整線的中間位置。調整線應該
與乳頭外側對齊

2. 佩戴不同尺寸的吸乳罩，找到最合適自己的大小
3. 為保持泵奶吸乳時雙側乳房的舒適度，請對重複此過程，確保雙側乳頭佩戴尺寸合適的吸乳罩

吸乳護罩太小 吸乳護罩太大吸乳護罩大小合適

21mm 24mm 28mm

佩戴時，將吸乳罩與乳頭的方向對齊：
•  向前略彎腰，從下方托住乳房。
•  將吸乳罩放在乳房上，注意乳頭方向。
•  您可按照吸乳罩上的標記調整位置，與乳頭對齊。



1.   請在組裝前確保所有部件乾燥 2.  將吸乳罩推至泵結構中

3.  扭動噴口並將其卡入奶瓶 4. 將閥門推入噴口

2.5  組裝Elvie Pump

2. 開始使用

5.  將奶瓶卡入泵結構

喀一聲

喀一聲



3.2  調節合適的吸力
Elvie Pump的設計適宜搭配標準哺乳胸罩， 
坐姿或站姿均可使用。
Elvie Pump需要牢固貼合您的胸部， 
吸乳器和您的胸部之間應當沒有任何空隙。
請確保每次吸乳前都選擇合適的力度。 
可使用胸罩調節帶增加空間。
胸罩調節帶上的Elvie 徽標應該朝外

提示：內衣調節帶可以機洗。如需額外訂購內衣調節帶，請登錄 elvie.com或者聯繫授權經銷商

3.3  開始吸乳
打開Elvie Pump後，將其放置在您的胸罩中，按“啟動/暫停”開始吸乳。

3.4  強度設置和模式
模式：
•  Elvie Pump有兩種模式：“刺激泌乳”和“自然母乳”模式。Elvie Pump啟動時預設為“刺激泌乳”

模式。這個模式下，吸乳節奏會更快，以刺激乳汁流出。
•  Elvie Pump會在檢測到乳汁流出或啟動約兩分鐘後，自動切換為“自然母乳”模式。

左右側乳房切換：
•  在使用Elvie Pump時，如需從一側乳房換至另一側，請先將Elvie Pump暫停，然後按住“側邊選擇

器”。在另一側乳房重新啟動Elvie Pump時，將啟動“刺激泌乳”模式。

強度設置：
•  Elvie Pump有七種強度設置，確保您可在“刺激泌乳”模式和“自然母乳”模式下選擇最舒適、最

高效的吸乳效果。
•  在乳頭感受到吸力後，請使用 + - 調整強度，以找到兩種模式下最合適的設置。達到最大或最小強度

時，“啟動/暫停”按鈕將閃爍三次。

注意：請瀏覽elvie.com瞭解自動功能的完整列表 

3.1  打開Elvie Pump 
組裝完成後，請按“電源”按鈕，打開Elvie 
Pump。此時“啟動/暫停”按鈕將閃爍。

3. 使用Elvie Pump

電源

開始 / 暫停

副選擇器



3.5  更換奶瓶
奶瓶裝滿時，Elvie Pump會自動停止，奶瓶指示燈會顯示提示。 
您必須清空奶瓶，才能繼續吸乳。 奶瓶釋放按鈕

按“鬆脫奶瓶”按鈕，將奶瓶從泵結構取下。

使用空瓶更換已裝滿的奶瓶，或將吸出的乳汁倒入事先準備好的容
器中，然後繼續。將空奶瓶卡入泵結構。

3.6   吸乳結束
1.  按“啟動/暫停”按鈕停止吸乳
2. 用手指鬆開乳頭周圍的密封蓋，避免乳頭受傷
3.  從胸罩中取下Elvie Pump
4.  按下“電源”按鈕，關閉吸乳器

3.7 清潔
每次使用後，請根據建議清潔可清洗配件。

3.8 乳汁保存
將吸出的乳汁保存在奶瓶內，並使用隨附的瓶蓋蓋緊（奶瓶和瓶蓋均可用於冷藏和冷凍儲存）。請確
保先從泵結構上取下奶瓶，然後進行保存。

3.9 如何保存Elvie Pump
短期保存
進行下一次吸乳之前，請將Elvie Pump置於避免陽光直射處，並確保可清洗部件乾燥。避免兒童接
觸。如果電池指示燈亮起，請在吸乳後立即充電。

長期保存
請在長期保存之前，使用隨附的充電線為Elvie Pump充電，並在避免陽光直射的地方保存。這些措施
可延長Elvie Pump的使用壽命。重新使用時，請將充電線接入Elvie Pump充電，直至充滿，大約需要
兩小時左右。 

長期保存前，請清潔可清洗配件並晾乾，應存放在避免陽光直射處，以免變色。

3. 使用Elvie Pump



4.  保養
Elvie Pump對任何材料/工藝損壞提供有限的製造商保養：自購買之日起，泵結構可享兩 (2) 年保養，
可清洗零配件可享 90 天保養。保養期內如發現損壞問題，請回報給Chiaro Technology Limited 公司
（以下簡稱為 “Chiaro”）。 該擔保為免費提供，並獨立於產品購買國的消費者法律或法規所規定的
任何權利。該擔保不排除、限制或者影響任何產品銷售國法律中的消費者權利或法律條文。該擔保受
產品購買地的法律管轄，並依據當地的法律製定。 Chiaro保留進行調查以確定問題原因的權利，並可
以酌情決定是否免費更換。 
 
本保養條款不包括因一般磨損、物理或自然損壞、事故、誤用、疏忽或其他外部原因造成的表觀老化
或損壞。嘗試拆卸泵結構的任何行為都將導致此保養條款失效。 
保養不涵蓋從非授權經銷商處購買的產品。 
 
提出任何保養索賠時，須出示合理證據，包括購買日期的證明以及這些保養條件。如有任何損壞，
必須告知Chiaro。我們將為您提供退貨授權號，您須將該號碼貼在外包裝上。如果Chiaro決定提供更
換，保養期限不會因任何更換而延長。 
 
本產品供單人使用。多人使用可能會帶來健康風險，並導致保養條款失效。

請保留購買憑證，以備在聯繫客戶服務時需要。



5.  產品規格
真空範圍：
電源：
電池容量和類型：
尺寸：
重量：
藍芽信息： 
運作溫度：
運輸/保存溫度：
運作濕度：
運輸/保存濕度：
環境壓力：
紅外線詳情：

40 至 220 mmHg
5V 直流，最大 3A
1460mAh 鋰聚合物電池 
128毫米 x 110毫米x 68毫米/5吋 x 4.3吋x 2.7吋
225克 / 7.9安士
藍芽 v5（低功耗藍芽）。範圍最遠可達 10 米
+5 至 +30°C/+41 至 +86°F
-20 至 +60°C/-4 至 +140°F
15% 至 90%
15% 至 90%
90 至 106 kPa
峰值頻率：319THz，輻射功率：55mW

5.1  技術規格

5.2 運送、保存和處置
運送
出行時，請使用隨附充電線，並且與您當前地理位置的電源要求相匹配。請在出行前諮詢航空公司，
瞭解在飛行時攜帶和使用 Elvie Pump的相關建議。
溫度：-20 至 +60°C/-4 至 +140°F 
相對濕度：15% 至 90%

保存
溫度：-20 至 +60°C/-4 至 +140°F 
相對濕度：15% 至 90%
環境壓力：90 至 106 kPa

處置
Elvie Pump含可充電鋰聚合物電池。請將泵結構投放至廢棄電子電氣設備回收的指定收集點。正確處
置 Elvie Pump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並確保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方式對其進行回收。有關廢棄物
回收點的更多資訊，請聯繫您所在地的有關部門或您的產品購買處。



5. 產品規格

5.3 EMC 建議
電磁相容性 (EMC) 聲明：僅供參考。
FCC 聲明：本設備符合FCC 規則第 15 部分的規定。產品操作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1) 本設備不得造
成有害干擾，(2) 本設備必須能夠經受所接收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良操作的干擾。

根據 FCC 規則第 15 部分，本設備經過測試且符合 B 類數位設備的限制要求。這些限制旨在針對室內
安裝設備提供合理保護，防止有害干擾。

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和發射無線電波，如果未按說明正確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信造成有害
干擾。但是，並不保證特定安裝不會產生有害干擾。假如本設備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訊號的接收產生
了有害干擾，可通過打開和關閉本設備進行判斷，使用者可嘗試使用
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解決：

• 調整方向或接收天線的位置
• 將本設備遠離受干擾設備
• 將本設備與受干擾設備連接到不同電路的插座上
• 諮詢經銷商或者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以尋求説明 

堆放：本設備在使用時，不得與其他設備相鄰或堆放。如需靠近其他設備或與其他設備堆疊使用，應
密切關注本設備，確保本設備能在配置中正常使用。

FCC輻射暴露聲明：本設備符合FCC針對非控制環境規定的輻射暴露限制。該發射器不得與其他任何天
線或發射器放在一起放置或一起使用。

警告：請用戶注意，如未獲得合規責任方明確批准，進行更改或改裝可能會使使用者失去操作設備的
許可權。
Chiaro Technology Limited 公司製造和分銷  
型號：EP01 
文檔編號：EP-S-0005  
修訂號：9



6. 安全說明  
6.1  警告
• 本產品供單人使用。多人使用可能會帶來健康風險，導致保養條款失效
• 如果您正在使用可能會受磁場影響的有源植入裝置（如心臟起搏器、植入型心律去顫器），建議您

在使用 Elvie Pump之前諮詢執業醫護專業人員。
• 首次使用前，請檢查是否存在損壞情況並清潔和消毒與乳房和乳汁接觸的可清洗配件
• 每次使用後，清潔所有與乳房和乳汁接觸的可清洗部件，並檢查是否有損壞
• 在正常使用過程中，Elvie Pump的部分區域可能發熱。如果吸乳環境處於最高工作溫度限制 

(+30°C/+86°F) 且達到了最長吸乳時間（40 分鐘），吸乳罩的溫度最高可達到 +43°C/+109°F
• Elvie Pump工作期間，泵結構基座上的黑色半圓形裝置可通過紅外線監控奶瓶內的乳汁量。請確保

在使用Elvie Pump時皮膚不會直接接觸黑色半圓形裝置
• 請勿在配件潮濕情況下保存，以免滋生霉菌
• 請勿將泵結構浸入水或其他液體內。使用潔淨的濕布擦拭
• 本產品包含細小配件和電線，可能會帶來危險。請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位置
• 只能使用 Elvie公司製造的配件，包括充電線
• 建議使用可相容 IEC 60601-1 和您當地電源的適配器 

請勿讓任何異物掉落或插入到泵結構上的任何開口中，每次充電後請關閉充電蓋
• 如果Elvie Pump機體出現損壞、工作異常或曾掉入水中，切勿操作設備。如發現損壞，請立即停止

使用 
• 如果在使用前發現包裝破損或被改裝，請勿使用。
• Elvie Pump及其部件不耐熱。請遠離熱源
• 在使用 Elvie Pump或進行充電時，請勿使用易燃材料
• 躺下或進行劇烈運動或有危險的活動時，請勿使用Elvie Pump
• 睡眠或昏昏欲睡時，請勿使用Elvie Pump
• 未吸乳時，請勿佩戴Elvie Pump
• 在使用過程中請勿嘗試重置Elvie Pump
• 駕駛或操作重型機械時，請勿使用Elvie Pump
• Elvie Pump使用了藍牙技術。飛行期間請遵守航空公司關於使用可擕式電子設備的規定。此外，在

高海拔，包括在加壓機艙內使用時，Elvie Pump的性能會受到影響
• 從乳房上取下 Elvie Pump前，請先打開乳頭周圍的密封蓋
• 請勿在分娩前吸乳，因為吸乳會助產
• 可擕式和移動頻率通信設備會對吸乳器產生影
• 請嚴格按照本手冊所述的預期用途使用Elvie Pump 

 
 
 
 



6.2  注意事項
• 連接到充電器時，Elvie Pump將停止工作；在使用前，請務必先拔下 Elvie Pump的充電器，並關

閉充電蓋
• 請務必確保所有配件完全乾燥才能開始組裝
• 請勿將泵結構放入冰箱或冷凍櫃
• 如果吸出的乳汁量很少或沒有乳汁，或在吸乳過程中有痛感，請聯繫醫護專業人員
• 在選擇合適的吸乳罩尺寸和調整舒適度時，如需幫助，請參閱第 2.4 節，或諮詢哺乳顧問或母乳餵

養專家
• 如發現電池老化或充滿電池後持續工作時間不足兩個小時，請停止使用。電池不可更換
• 在接觸Elvie Pump及其配件或您的乳房前，請使用肥皂和清水徹底洗淨雙手，且請勿接觸奶瓶或瓶

蓋內側
• 僅使用飲用水或瓶裝水清洗接觸乳汁的配件
• 請勿使用刺激性化學品清潔吸乳罩、奶瓶、閥門、噴口或密封蓋
• 如果吸乳器保存在最低或最高極限保存溫度（參見第 5.2 節）下，從儲存中取出時，吸乳器需要放

置 24小時，達到正常工作溫度後方可使用
• 請勿將Elvie Pump及其部件暴露在陽光直射環境中 

注意：請瀏覽elvie.com瞭解Elvie Pump的完整故障排除資訊，包括警報、警告和恢復出廠設
置等



IP22

LOT

SN

開/關

加大強度

減少強度

選擇左側和右側

啟動/暫停

請查閱使用說明

製造商

製造日期

請勿將設備與未分類的城市垃圾一同處置（遵守本地法規）

符合國際觸電保護要求。（BF 型應用部件）

 防止固體異物進入，防止進水而產生的有害影響

製造商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產品符合在歐盟銷售的適用安全法規

 序號

批號

6.3  標誌說明
6. 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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